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民间公益发展，你有什么好玩的点子吗？
2017年 1月 3日，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联劝）启动了 2017

年度“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徒步筹款活动报名。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有
639支队伍报名参加。与其他运动类筹款活动不同的是，“一个鸡蛋的暴走”
初衷是为儿童领域的民间公益项目筹款，支持民间公益机构发展。

作为上海市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公益筹款活动之一，该项目
自 2011 年启动以来已累计筹款近 3300 万元， 参与人数超过 15800
人， 直接资助了 101 家民间公益机构、200 余个公益项目，30 万多名
儿童和青少年从中受益。 该项目是联劝品牌项目之一，也是基金会
对于推动联合劝募、支持民间公益发展的一种成功探索。

在联劝秘书长王志云看来，由于缺乏了解和信任，目前对公益和捐
赠的了解还处于海平面之下，“因此，我们需要从基础建设做起，也就是
说，要通过创造一些直接参与的机会，让公众在熟悉的场景中开始接触
公益，进而了解公益。 而公众熟悉的场景，最低门槛无非就是运动。 因此
发展运动型筹款活动，对公益组织而言，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有效的获取
公众持续捐赠的基础工作。 这也是‘一个鸡蛋的暴走’背后的逻辑。 ”

作为上海市第一家由民间发起成立的公募基金会，联劝一直以
“联合劝募，支持民间公益”为使命，开展了多项实践，资助那些缺乏
筹款渠道或能力的优秀民间公益组织及项目。 近日，《公益时报》独
家对话王志云，揭秘联劝在推动公众参与背后的秘诀。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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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志云：

“一个鸡蛋的暴走”背后的筹款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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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劝募逐渐得到认可

《公益时报》：基金会为何将
联合劝募作为自己的使命？

王志云： 联劝于 2009 年 12
月注册成立， 成立 7 年多来，累
计筹款超过 2 亿元，累计捐赠笔
数超过 288 万笔，累计公益支出
突破 1.4 亿元， 直接支持了 923
个公益组织、1122 个公益项目，
我们还设立了 123 个专项合作，
38 个专项基金，资助领域涵盖儿
童、妇女、教育、环境、社区发展、
公益行业支持等 13 个领域。

自成立以来， 联劝一直以
“联合劝募，支持民间公益”为使
命，而基金会的成立可谓是得益
于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作为国
内最具国际视野的都市，上海是
公益组织发展比较早、也比较活
跃的地区，政府希望上海能有一
家创新劝募形式、 具有民间活
力、可以激发公众更主动参与公
益的公募基金会。 其次，在那个
时候，刚刚起步的公益组织缺乏
更多元的资金募集渠道和能力，
需要一个能够打通社会慈善资
源流入公益行业的平台。 此外，
作为国内较早开始支持公益组
织发展的平台型机构，联劝的发
起方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也
深刻体会到这样的需求，愿意借
鉴国际经验，在上海开拓实践一
个“联合劝募”平台。 基于此，我
们确立了自己的使命，迄今为止
也没有改变过。

《公益时报》：联合劝募的概
念已经提出多年，目前公众对于
这一概念的认识处于什么水平？

王志云：就中国本土实践而
言，可以说行业内对联合劝募还

普遍处于起步摸索的阶段。 我们
特别荣幸地看到，联劝几乎可以
说是这个模式在国内最早的实
践者， 我们在 2011 年就开始了
各种尝试。 从 2013 年开始，有越
来越多的同行也开始了各自的
实践，这说明联合劝募模式也得
到了行业内的接纳和认可。

不过， 从普通公众的视角
看，联合劝募还是一个比较陌生
的概念。 在工作中，联劝不断和
公众进行沟通，现在已有少部分
公众开始逐渐理解这个模式的
特点，但如果想让更广泛的群体
知晓这个概念，恐怕还需要一段
较长的时间。

《公益时报》：对于公益行业
来说，联合劝募的价值主要体现
在哪些方面？

王志云 ：就行业而言，联合
劝募模式最大的价值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第一，有越来越多
的基金会开始意识到要扮演资
源整合和输送的角色， 要向资
助型基金会转变， 因为只有这
样行业才能出现合理分工，才
能有行业产业链的概念， 才能
实现术业有专攻， 使得社会资
源的流动更有效；第二，信任资
本开始产生， 今后会有越来越
多的社会资源认识到支持公益
组织发展的重要性， 开始认可
推动一个公益议题改善乃至解
决的重要性。 这些都会对公益
组织和行业的良性发展产生极
大的推动力。

为公众创造直接参与的机会

《公益时报》：作为基金会的
品牌项目，“一个鸡蛋的暴走”已
经成为上海市乃至全国最有影

响力的公益筹款活动之一，这也
是基金会对于联合劝募模式一
种成功的探索。 你如何看待类似
项目的价值和意义？

王志云：在进行联合劝募本
土实践的过程中，起初我们特别
希望学习乃至模仿美国模式：一
方面，通过建立企业合作伙伴关
系， 在企业员工中进行劝募；另
一方面，我们特别希望强调“专
业统筹”的做法。 但在实践中，我
们很快就发现这条简单复制的
道路走不通，因为公众对于公益
和捐赠的了解还处于海平面之
下。 之所以说是海平面之下，不
是说公众缺乏能力和常识，而是
缺乏了解和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通过
企业去接触企业员工，还是凸显

“专业形象”， 都缺乏环境基础。
因此， 我们需要从基础建设做
起。 也就是说，要通过创造一些
直接参与的机会，让公众在熟悉
的场景中开始接触公益，进而了
解公益，必须用快乐公益、多元
公益和理性公益的理念去近距
离地影响公众，这样才能建立拥
护群， 才能获得公众的持续支
持。 而公众熟悉的场景，最低门
槛的无非就是运动。 因此发展运
动型筹款活动， 对公益组织而
言，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有效的
获取公众持续捐赠的基础工作。
这也就是“一个鸡蛋的暴走”背
后的逻辑。

让我感到自豪的是，通过这
个活动和我们的努力，我们很高
兴地看到了中国大城市中或许
是第一批理性捐赠人的出现，有
一些原本对公益认知在海平面
以下的公众，已经成为让我们这
些全职公益从业者都钦佩的公
益同行，甚至公益内行。

《公益时报》：2012 年 6 月，
联劝创设了“公众评审会”，让公
众捐赠人决定资助项目，推动公
众深度参与公益。 这种机制效果
如何？ 在推动公众参与方面，基
金会还做了哪些工作和探索？

王志云 ：我们一直坚持“公
众评审会”， 因为我们体会到了
这个机制的好处，这就是上面提
及的理性捐赠人的出现。 具体形
式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
调整，现在的模式和最初已经有
了很大的变化，但核心目的从始
至终都是联劝对公众参与公益
的宣导和成长陪伴。

联劝一直把对公众进行公
益宣导作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除了公众评审会，还有集体
捐赠模式在中国的探索实践，包
括“一众基金”、捐赠人社群“劝
友会”等。 2014 年，联劝推出了亲
子公益徒步活动“小小暴走”，希
望让更多孩子从小参与公益，培
养美德，同时这也是家庭集体参
与公益的一种有效实践。

培养理性捐赠人群体

《公益时报》：2016 年 9 月，
联劝网入选民政部首批慈善组
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这对于
基金会自身的定位和今后的发
展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志云：入选是对联劝前两
年互联网募捐平台建设工作的
最大肯定，也说明我们对联劝网
这个平台的定位和运作理念得
到了政府部门和专家的认可。 我
们相信公益组织需要在线下组
织各种筹款活动，尤其是运动型
筹款活动，积累筹款经验和拥护
群。 作为运动型筹款活动的成功
实践者，我们愿意通过互联网平

台分享经验和管理流程。 我们也
相信，公众中会出现一批理性的
捐赠群体，这个群体会成为公益
组织常捐、定捐和大额捐赠的主
要来源，因此培育、建立和维护
这个群体对于公益组织而言至
关重要。 联劝网将通过一些服务
功能，协助公众捐赠人成长为理
性捐赠者。

《公益时报》：你如何看待我
国公益行业以及民间公益的发
展？ 你觉得联劝在推动民间公益
发展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志云：我进入公益行业已
经整整十年，可以算是这一段公
益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对于公益行业和民间公益的发
展，我秉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至于联劝是不是推动了行业的
发展，我觉得还是交给时间去验
证为好。 不过，从我们自己的实
践角度而言， 我想我们有几个
“坚持”还是值得分享给大家的。

第一，我们让公众了解并接
纳了这一点，即公益组织和公益
项目是有运营管理成本的，而且
这些成本的比例不会太低；第
二，我们让公众认识到公益组织
本身也是需要发展的，由此就产
生了公益组织发展所需的研发、
人力资源发展等费用； 第三，联
合劝募， 可以有中国自己的道
路，比如联劝的实践就得到了联
合之路亚太地区高管的高度认
可；第四，运动型筹款活动可以
持续为公益组织创造影响力并
吸引较多筹款；第五，我们让公
益组织了解并接纳了公众对公
益不同的理解视角和需要；第
六，公众的捐赠不会简单地停留
在冲动捐赠上，中国势必出现理
性捐赠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