
温州去年购买
社会服务超 2 亿元

据《温州商报》消息，自 2013 年温州市推出政府
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工作总体方案以来，截至目前，
已在 10 多个领域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去年的购买服
务资金超过 2 亿元。

点评：政府职能转移将成为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
巨大契机，关键是社会组织要有能力承接。

116 个公益项目
竞得 1500 万

据《羊城晚报》报道，第二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
益创投活动自 3 月启动以来， 得到了全市社会组织
的广泛响应，共有 317 个项目申报，与首届的 238 个
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经历了严格的专家评审后，
116 个拟资助项目名单出炉， 它们最高可获得 30 万
元的资助。

点评： 获得资助资金并不意味着项目实施就能
“放松”，严格科学的评审流程之后，事中事后的监管
同样不可或缺。

苹果 CEO 向慈善机构捐赠
价值 650 万美元苹果股票

据环球网科技频道消息 ， 苹果 CEO Tim
Cook 上周向慈善机构捐助了 5 万股苹果股票。 按
照现在的股票价格，这些股票的价值在 650 万美元
左右。 接任 CEO 后，Cook 发起了员工捐款匹配项
目，还为慈善拍卖与自己共进午餐的机会。 今年 3
月底，Tim Cook 还宣布将会裸捐。

点评 ：消息来自苹果递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 (SEC)的文件 ，完善的机制使股捐等新的捐赠方
式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主等公司高管的青睐 。

中国公开销毁
一批查没象牙 662 千克

5 月 29 日， 国家林业局和海关总署在北京市野
生动物救护中心联合举行“中国执法查没象牙销毁
活动”， 共销毁 2014 年以来执法机关查没并结案的
非法象牙及象牙制品 662.43 千克。

点评： 销毁展示出政府打击象牙走私等野生动
物非法贸易的决心，公众同样需要提高认识，没有买
卖就没有杀害。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5 年 5 月 26 日 李达三 1.1 亿元 设立“李达三叶耀珍管理教育基金会” 复旦大学

2015 年 5 月 28 日 上海红歆财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万元 教学楼建设 西双版纳勐腊县龙林小学

2015 年 5 月 29 日
保 利 云 南
置业 100 万元 对外交流和资助本地贫困青少年 昆明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2015 年 5 月 30 日 赵育清 1000 万元 设立“同泽奖励基金” 合肥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5 年 5 月 25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
（制表：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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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会参与“吃白饭”、“剃光头”
这种体验式公益项目吗？
A.会。 因为不难做到，又传播了
公益理念。 32.57%
B.不会。 很无聊，对受助群体没
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38.96%
C.不一定，看具体的项目。
28.47%

2. 对于体验式公益项目的执行
和传播效果，你如何评价？
A. 体验式公益项目能让公众对
受助群体感同身受，更愿意奉献
出自己的爱心。公益机构应该常
用这样的推广和筹资方法。
52.51%
B.“病毒式”的传播，有时会误导
公众对于受助群体的科学认知。
只记住了名称却没有认真了解
项目，作秀的嫌疑更大。 29.07%
C. 传播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8.42%

3. 你会向这些项目背后的公益
机构捐款么？
A.会。 39.05%
B.不会。 36.40%
C.不确定。 24.55%

5 月 30 日，北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外墙悬
挂多幅巨型标志，宣传禁烟。 5 月 31 日是第 28 个

“世界无烟日”，当日起，国家卫计委等多部门在全
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无烟生活”主题宣传活动。 新
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于 6 月 1 日正式实施，
北京市室内公共场所、 工作场所以及交通工具内
全面禁烟。

近日，安利公益基金会、演员
黄磊、 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等
共同在微博上发起“白饭行动”，
号召网友晒出自己只吃一碗白米
饭的照片， 切身感受一下贫困地
区孩子们的处境。 并把省下的菜
钱捐给孩子们， 以此支持贫困地
区儿童的营养改善。

近两年， 体验式的公益项目
越来越多：从“冰桶挑战”到“饥饿
24 小时”； 从为白血病患儿筹款
的“光头挑战”到壹基金引来数十
位明星参与关注孤独症患儿的
“今天不说话”， 都引爆了全网的
参与和讨论，达到“病毒性”的传
播效果。

这种体验式公益项目遵循互
联网精神为内核的全民传播法
则，在影响力上卓有成效，但在抓
住公众眼球的同时也都伴随着
“作秀”“哗众取宠”等批评和质疑
声。 也有评论人士认为， 这种体
验， 有时会误导公众对于受助群
体的科学认知。 以“今天不说话”
为例， 自闭症孩子的临床表现绝
不仅仅是不说话。

当然， 也有亲历者表示：“我
们不否认有作秀的成分在内，但
我们正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吸引
更多人关注，也欢迎提出质疑的
人能抽出时间了解我们。 ”那么，
对于这种体验式公益，你会参与

吗？ 对此，《公益时报》联合新浪
公益、问卷网、凤凰公益共同推
出“益调查”： 你会参与“吃白
饭”、“剃光头” 这种体验式公益
项目吗？ 结果显示，40%的网友
表示不会，他们认为“很无聊，对
受助群体没什么实质性的帮
助”，同时，也有 32%的网友表态
会参与，因为不难做到，又传播
了公益理念。

而对体验式公益项目效果的
评价，超过一半的网友认为“病毒
式”的传播，有时会误导公众对于
受助群体的科学认知。 只记住了
名称却没有认真了解项目， 作秀
的嫌疑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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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图
片
新
闻

网友留言：

马的那个雷：
我觉得这个反而没必要非

得吃白饭吧……该吃啥吃啥
吧 ，荤也好 ，素也罢 ，别铺张浪
费就成。

爱草草：
全民传播所必须的高锋锐

度创意， 陷于官僚主义的广告
主通常不敢接受。 在中国的传
播环境下 ，做 “白饭行动 ”这样
的创新型公益传播也更需要勇
气，因为这不再是单向的宣传，
而是直面受众， 并与之真诚地
互动。 同时因为传播环境的不
可控， 随时可能有意料之外的
状况发生。

桡哥走世界：
在中国贫困地区生活着

2600 万学龄儿童 ，因为乡村地
区学校厨房设施简陋， 很多孩
子在校期间吃不到营养均衡的
饭菜， 就像只吃白饭一样缺乏
营养。营养均衡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政府与社会各界一直努力
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 但孩子
们的成长不能等待。 我支持这
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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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四成网友表示会为
体验式项目发起者捐款

截至 2015 年 6 月 1 日 1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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