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心怡

15亿＋阅读量，120万人次筹款

腾讯“新闻＋公益”模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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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 � 7 月 18 日，腾讯新闻客户端
推送了一篇题为《男子医院借口
买食物消失 丢下 20 岁妻子和
9 个月大病儿》的文章，该文章的
结尾附上了公益筹款的链接，在
文章发出后的 4 小时内筹集到
医药费 70.6 万元，参与捐款的网
友达 20080 人。

类似这种新闻助力公益的
实例，腾讯新闻编辑部每周都会
遇到。 这是腾讯新闻自 2016 年
10 月至今，一直在主推的“新闻+
公益”项目，自 1 月 1 日至 7 月
20 日，企鹅媒体平台自媒体作者
共发布 344 篇公益求助内容，累
计阅读量超过 15 亿， 帮助 344
个家庭和群体筹款 3062 万元，
网友参与人次达 120 万+。 现如
今， 每周约有 40 篇的公益求助
内容的发布，约筹集 250 万元善
款，参与人次 10 万+。

目前，腾讯新闻通过对自媒
体公益内容的运营，让公益得以
触及更多人，成为了人人可参与
的社会行动。 那么，腾讯新闻是
怎样将新闻和公益相结合？ 推送
的背景是什么？ 想要达到怎样的
目标？ 又有哪些案例和故事可以
分享呢？

6 分钟筹款 15 万元

2016 年 10 月， 企鹅号作者
闫飞第一次在文章中加入腾讯
公益乐捐筹款入口。 因为山西女
孩郝烨宣双目失明且患有尿毒
症，家中一贫如洗，与母亲蜗居
在厕所旁透析 6 年。 这一境遇令
自媒体作者闫飞不由得想要给
予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于
是他萌生了通过筹款来帮助郝
烨宣的想法。 与编辑沟通之后，
他帮郝烨宣申请了腾讯公益乐
捐，随后文章和筹款项目同时上
线，被推送至腾讯新闻和天天快
报。 15 万的筹款目标在 6 分钟之
内完成。

“当时我并没想到这种方式
究竟能帮她筹集多少医药费，只
是跟她们说我尽量把你家庭的
实际情况写清楚，这个结果让我
也很吃惊。 ”闫飞说。

有了这第一个成功筹款的
案例之后，于是在企鹅媒体平台
上， 越来越多的救助类报道浮
现，周维告诉记者，她们并没有
刻意去挖掘和策划此类题材的
报道，这是一种自然生长起来的
结果，正是因为这类报道越来越
多的涌现出来，所以需要我们去
经营，制定一些规则，给予一些
指导。

连接起了更多社会资源

“虽然公益新闻最初是以
‘救人性命’为起点，但自媒体的
公益力量逐渐涌向更宽广的领
域，连接起了更多社会资源。 ”张
克侠说道。

今年 5 月初，河南开封遭遇
蒜苔滞销。 在平城乡郭君村，蒜

苔收购价甚至抵不上采收人工
费，每天被扔进河中的蒜苔多达
几十吨。 企鹅号“河洛乡村”跟随
蒜农实地探访后， 通过编发文
章、做直播，最后在腾讯新闻和
天天快报平台进行了推送。 隔
天，某连锁企业前往郭君村收购
了 10 余吨蒜苔，在北京、天津、
廊坊等十余家门店无利润销售。

除了这种企业介入公益的
案例外，张克侠还列举了一个政
府介入公益的案例。

今年 1 月， 企鹅号作者、腾
讯大楚网摄影师马路遥发布了
武汉女孩张奥兰（化名）的故事。
张奥兰父亲患肝癌去世、母亲患
有精神病， 家里无力抚养她，亲
戚希望把孩子送去福利院，给孩
子找一个“好人家”。 事件在腾讯
新闻推送后，很多热心网友为其
捐赠了玩具、衣物，武汉江夏区
民政部门将小奥兰纳入困境儿
童救助对象，每月发放 865 元特
困供养资金，并指定一名女性工
作人员担任爱心妈妈。

新闻+公益的探索

郝烨宣、张奥兰这样的案例
能够出现，在腾讯不是偶然。

“自 2016 年 3 月，企鹅媒体
平台建立之后，更多的草根作者
加入到这个平台，这些作者发布
的内容比传统的媒体覆盖面更
广，可触及到之前关注不到的角
度和领域，其中，有关农村和城
市底层百姓的题材贴近日常，真
实、接地气，其中包含了大量需
要帮扶和救助的人。 ”腾讯新闻
高级编辑周维表示。

“腾讯新闻不止做一个记录
者，我们还用‘新闻+公益’的方
式， 通过媒体或自媒体作者、新
闻阅读平台、公益乐捐，多平台
配合，将公众爱心引导至公益乐
捐平台，让用户能便捷且理性地
践行公益。 ”

周维告诉记者，企鹅媒体平
台是公益内容的主要来源，企鹅
号作者在报道公益类文章的同
时，会帮助报道对象去申请腾讯
乐捐，并将公益链接及二维码附
在报道中，最终在腾讯客户端进
行推送。

当然，自媒体作者或求助人
在申请腾讯公益乐捐时，入驻腾
讯公益的第三方公募机构会对
乐捐项目进行全面审核和评估，
若审核不通过是没法上线且不
能进行筹款的。

保证公益内容的真实性

对于所选定的内容，腾讯新
闻主编张克侠告诉记者，运营团
队始终把内容的真实性放第一
位，那么如何保证公益内容的真
实性呢？

首先， 腾讯新闻图片频道，
每天都有一个专岗负责对接自
媒体作者， 遇到公益求助故事
时，编辑会对文章中有疑问的细

节提出质疑并核实，确认无误后
才能上线。

腾讯新闻根据事件是否具
有新闻性、图片的内容和质量是
否达到要求、 文字是否通顺流
畅、来龙去脉是否描写客观清晰
等来最终判断内容能否推送。

每上线一个频道，都会有相
应的运营人员再度审核，最终被
推送至重要位置的内容，经过了
多重审核；

其次，腾讯公益多年来形成
的一套成熟的公益流程，最大程
度的确保了筹款的安全和透明。

最后，在对自媒体作者的管
理上，企鹅媒体平台会对作者做
资质审核， 并有严格的评级标
准， 一旦发现不实信息或被举
报，会立即进行扣分甚至封号等
处理。

此外，腾讯新闻也鼓励企鹅
号作者对公益报道的后续救助
情况进行跟踪、反馈，让每一个
求助故事都有始有终，让每一个
参与募捐的网友都能看到爱心
的去处。

提升与挑战

谈及项目自开展以来，为腾
讯新闻带来的变化，周维告诉记
者，首先对编辑来说，能力可以
得到全面提升。 编辑会主动去了
解公益方面系统的概念及理念、
流程、规则等，也是对新闻从业
者公益理念的提升。

其次， 对腾讯新闻来说，更
好的达成了新闻的效果，明确了
新闻不只是单纯地去呈现、去讲
述、去批判，还能够切切实实的
帮助到一些人；

最后， 对腾讯公司来说，腾
讯一直致力于互联网公益，推动
旗下产品线进行公益创新和实
践，公司平时也鼓励员工用科技
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所做的也是践行公司这
种公益理念和文化。 ”周维表示。

在带来改变的同时，挑战同
样不期而至。

“我们目前做的每一个都是
个案，虽然整体社会目前呈现积

极向上态势，但不可否认处在贫
困阶段或困境当中的人群还很
多， 能够获得捐助的则少之又
少。“张克侠表示。

自媒体目前关注和报道的对
象都是病情比较罕见， 情况比较
特殊的， 但因此也可能会出现弊
端， 例如会将伤痛展露的那类人
便会更容易得到救助。 但还有一
类人，他们可能情况更不好，更需
要帮助， 但是因为没有接触到自
媒体作者，甚至连手机都没有，于
是陷入了一种更糟糕的境况。

张克侠告诉记者， 这种挑战
对腾讯新闻来说是最为明显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去尝试，
将线索铺得更开，在执行中不断

去完善和优化，我们的目标就是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多
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改变他们
的命运，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 ”

“新闻+公益”的模式已经比
较成熟和固定，然而公益的内容
不能只包含因病没钱治疗的、家
庭贫困失学的，接下来他们计划
让公益的报道内容更丰富，拓宽
涉及领域，比如和明星或杂志合
作一起来推送关爱老兵、动物保
护等方面的新闻内容。

“公益并非捐钱那么简单，
也并非一次两次的爱心冲动。 公
益应该是建立在社会各界参与
的体系之上，而爱心需要用理性
和规范来呵护。 ”张克侠总结道。

� � 近日， 备受社工关注的影
片《米花之味》入围即将在 8 月
30 日开幕的威尼斯影展， 并且
是目前唯一一部入围“威尼斯
日”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

作为大陆首部社工题材影
片其取材 90%来源于真实生
活。 影片以一位云南沧源本地
社工李小菲为原型， 讲述了在
外工作多年的年轻母亲叶楠，
因留守家乡两年没见的 12 岁
女儿无人教管而决定暂时辞工
返乡，弥补曾欠缺的母爱。 而由
于一直在外地打工， 太久没有

回家， 母亲与孩子太久没有见
面、交流，从而产生隔阂，在重
塑母女关系的过程中， 得到了
社工的帮助。

影片通过一个简单朴素
的故事展示了一个一直被“误
解”的职业———“社工”。“直白
地讲社工是做什么的， 可能
不会那么感染人，我希望把社
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包括自
身的矛盾、纠结放在故事里。 ”
《米花之味》 导演鹏飞曾表
示。

“目前政府层面对社工高

度重视、 社会对社工有很大的
需求， 但在社工服务落地的过
程中还有矛盾， 比如社会认知
的不够等。 传统的宣传方式偏
重说教，不容易被接受。 电影
是非常好的一种表现形式，通
过电影，可以潜移默化地让大
家理解什么是社工、对社工的
需求在哪里，将社工的理念渗
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
学院院长、《公益时报》社社长
刘京强调。

� � 《男子医院借口买食物消失 丢下 20 岁妻子和 9 个月大病儿》
截图，通过该文结尾的筹款链接，在文章发出后的 4 小时内筹集到医
药费 70.6 万元。

社工题材电影《米花之味》入围威尼斯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