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明星 公益慈善头衔 2017 年所参与公益活动

1 巴特尔（男旦 ）
中国环保形象大使、
“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母亲水窖公益活动形象代言人

4 月，出席第七届中国环保之星选拔赛全国总决赛启动仪式；7 月，参与第七届“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母亲水窖公益活动。

2 白雪 浙江省戒毒公益大使、合肥消防支队消防公益宣传使者
4 月，参与乔羽作品全国公益巡演；6 月，参与“2017 阎肃经典作品全国公益巡演北京演唱会”；10 月，为合肥消防支队开展的

“全民消防我代言”119 大型公益宣传活动代言。

3 陈坤
“行走的力量”公益项目发起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中
国大使、野生救援协会（WildAid）犀牛保护大使、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传梦公益基金“资教工程”爱心大使

5 月至 8 月，2017 年“行走的力量”项目在西藏展开；8 月，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传梦公益基金捐赠 50 万元善款，用于支持
“资教工程”项目；9 月，与众多名人共同助力 99 公益日；12 月，携手摩托罗拉拍卖定制版签名手机，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给“资教工
程”项目。

4 成龙

香港成龙慈善基金创始人、龙之心基金会创始人、北京成龙慈善
基金会会长、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
使、中国禁毒宣传慈善大使、“母亲水窖”公益大使、野生动物保护
公益形象大使、公羊会公益大使

1 月，以公益大使身份助力 2017 公羊会全球公益盛典；3 月，为 WWF“地球一小时活动”发声；4 月，作为环保召集人助力世界
地球日上海站活动；7 月，零片酬出演《光荣与梦想———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片“中国梦”部分；8 月，捐赠 200 万元用于西藏眼科
医疗事业发展及造福西藏眼疾患者；同月，发声保护穿山甲，并被国际公益组织野生救援（WildAid）、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联合授
予“野生动物保护公益形象大使”称号；11 月，《成龙环保英雄》系列纪录片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开拍。

5 崔永元 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监事
带领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开展“文化交流”“口述历史”“乡村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全年多次助力上海海康贝公益基金会主办

的关爱自闭症儿童活动；1 月，担任“打工春晚”主持人；3 月，为 WWF“地球一小时活动”发声。

6 邓超、孙俪夫妇
邓超：“阳光女孩”形象大使；�
孙俪：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光明大使”、搜狐公益大使、亚洲动物
基金“拯救黑熊”爱心大使 、上海市小动物保护分会爱心大使

全年向上海慈慧公益基金会捐赠过百万元，支持该基金会“西部助学计划”和“情系困弱”两大项目；9 月，在 2017 芭莎明星慈
善夜上捐赠 70 万元，用于“为爱加速”思源·芭莎自治区救护车项目。

邓超：4 月，在大连携《奔跑吧》众成员参与“奔跑有意义———《奔跑吧》全民公益”活动；9 月，出席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活动。
孙俪：4 月，助力第三届中国同日领养日；8 月，出席流浪动物公益组织 Think Adoption 举办的“有宠家庭暖暖爱意”发布会；9

月，将《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戏服拍卖，所得 2.14 万元善款捐赠给江苏卫视、闲鱼拍卖和爱德基金会合办的“儿童防侵”项目。 "

7 范冰冰 “爱里的心”公益项目发起人、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理事

1 月，出席 2016 新浪微博之夜，与众明星共同开启 # 改变 2017# 公益计划，并加入“星光公益联盟”；3 月，将肖像维权案胜诉
赔偿款 15 万元全数捐赠给“爱里的心”公益项目；8 月，助力京东与安吉尔联合发起的“全民水质检测公益行动”；9 月，出席 2017 芭
莎明星慈善夜活动；10 月，于南京启动千人拉纤公益活动；11 月，助力天猫双 11 狂欢夜“明星到你家”活动，倡导阿里巴巴“人人 3
小时”公益理念；12 月，出席 2017 搜狗 IN 全景·臻选礼盛典，接受“爱心公益榜样”荣誉；同月，出席“瞳爱光明-花椒公益之夜”晚
会。

8 冯小刚 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 9 月，出席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活动，并捐赠 70 万元用于“为爱加速”思源·芭莎自治区救护车项目。

9 古天乐 古天乐慈善基金创始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爱心大使”
2 月，在香港铜锣湾闹市区参与伸手助人协会举办的“曲奇传爱日义卖活动”；8 月，参与芭莎明星慈善夜发起的线上公益活动

“画出生命线”。

10 海清
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水窖项目公益
大使、中国华侨基金会小水滴新生基金形象大使、爱佑慈善基金
会爱佑安生明星义工

4 月，担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水窖项目公益大使；9 月，在“2017 榜样女性慈善夜”活动上获颁“风尚慈善榜样”奖；10 月，
以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身份呼吁社会关注“性别平等”这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参与公益歌曲录制；同月，担任中国华侨基
金会小水滴新生基金形象大使，呼吁关注孤残儿童；同月，参与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阳光公益跑；11 月，以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
生明星义工身份呼吁关注困境儿童。

11 韩红
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起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中国残疾人爱心大使、希望工程爱心大使

7 月，出席全国盲童音乐夏令营公益活动，教孩子们唱歌、弹琴；8 月，在宁夏开展“韩红爱心·百人援宁”大型医疗援助行动；11
月，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开展“韩红爱心·暖秋重阳”公益活动，与团队在甘南州夏河县开展义诊，并捐助修建了 7 所乡村急救室。

12 胡歌
上海旅游形象大使、英国旅游局“友好大使”、
第二届上海乳腺癌康复论坛爱心大使

5 月，当选共青团中央“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10 月，以爱心大使身份出席第二届上海乳腺癌康复论坛。

13 黄圣依 中国社会责任公益大使 12 月，出席 2017 环球风尚公益盛典，并被授予“风尚领秀”人物称号。

14 黄小蕾
中华慈善总会 I Do 基金“童梦齐圆”心愿计划爱心天使、
四川省扶贫基金会爱心大使

4 月，在线参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的“春蕾计划，为爱直播”活动，捐赠全部直播受益用于帮助失学女童重返校园；同月，
参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扶贫健康行———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启动仪式，获“爱心大使”称号；8 月，参与芭莎明星慈
善夜发起的线上公益活动“画出生命线”；12 月，获得由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授予的“中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称号。

15 黄晓明、杨颖夫妇

共同担任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传梦公益基金“资教工程”爱心大
使、新浪微公益星光公益联盟推广大使；
黄晓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黄晓明爱心基金创始人、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黄晓明安康儿童家园专项基金发起人、联合国艾滋病
规划署中国亲善大使、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爱心大使、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形象大使、中国反拐义务宣传员、公安部国
民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宣传教育片宣传大使、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全球熊猫爱心大使”、第四届 CCTV 慈善之夜“年度慈善人
物”、今日头条年度公益之星、“为 TA 骑行”公益项目发起人、第
27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公益形象大使；
杨颖：野生救援协会（WildAid）保护穿山甲项目公益大使、野生救
援协会蔬食项目公益大使、中国儿童发展亲善大使、新华社领读
之星、2017“世界城市日”上海推广大使

8 月，通过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向九寨沟地震灾区捐款 50 万元，并连夜向灾区运送物资；9 月，在 2017 芭
莎明星慈善夜上捐赠 70 万元，用于“为爱加速”思源·芭莎自治区救护车项目；同月，向 2017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慈善舞会捐赠亲自
设计的熊猫瓷盘用于慈善拍卖；10 月，委托志愿者探望空巢老人。

黄晓明：3 月，发起“明天蓝”公益环保项目，并担任“为 TA 骑行”公益项目发起人；6 月，通过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捐款 30 万元
救助茂县山体滑坡受灾群众；9 月，获得第四届 CCTV 慈善之夜“年度慈善人物”称号；12 月，黄晓明重回母校参加中华社会救助基
金会“黄晓明让爱回家·MING 心陪伴空巢老人”主题公益活动，呼吁关爱空巢老人；同月，获评今日头条年度公益之星。

杨颖：4 月，在大连携《奔跑吧》众成员参与“奔跑有意义———《奔跑吧》全民公益”活动；同月，参与新华社“领读者计划”，助力倡导
读书；6 月，出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活动，获任“中国儿童发展亲善大使”；7 月，以野生救援协会（WildAid）蔬食项目
公益大使身份，倡导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9 月，在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上捐赠私人收藏的 Dior 手袋用于慈善拍卖；10 月，担任
2017“世界城市日”上海推广大使。

16 黄奕
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奕动体育慈善基金发起人、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母婴平安基金爱心大使

全年发起多次慈善晚宴，为边远地区贫困儿童捐赠体育操场的公益项目募款；6 月，以爱心大使身份参与 T·A 公益举办的爱心
领养日活动；9 月，在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上捐赠 70 万元，用于“为爱加速”思源·芭莎自治区救护车项目；同月，助力在浙江省湖
州市莫干山举办的“2017 年 24 小时极限公益跑”活动。

17
贾乃亮、李小璐夫

妇

共同担任“点亮心路”公益项目发起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聆天
使公益计划基金爱心大使；
贾乃亮：新浪“暖冬计划”暖心大使、
第五届公益星设计五周年庆典公益明星大使

1 月，参与“点亮心路”2017 爱心公益行活动，为北京房山区爱百福济慈之家的孩子们捐赠物品；9 月，在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
上捐赠 140 万元，用于“为爱加速”思源·芭莎自治区救护车项目。
� 贾乃亮：4 月，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新浪微公益共同发起的“变废为宝大挑战”公益活动，倡导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的理念；8
月，参与芭莎明星慈善夜发起的线上公益活动“画出生命线”；9 月，参加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新窗计划”的落地活动；同月，以公益
明星大使身份出席时尚芭莎公益星设计五周年庆典；12 月，以新浪“暖冬计划”暖心大使的身份，通过视频与山区小学生对话。

李小璐：12 月，前往北京房山区爱百福济慈之家盲童学校探望盲童。

18 蒋璐霞 深圳市平凡英雄公益基金会代言人 与吴京一起成为深圳市平凡英雄公益基金会代言人。

19 蒋雪鸣 中法文化宣传使者 6 月，将直播收益全部捐赠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公益项目。

20 井柏然
联合国人居署青年创新创业奖青年形象大使、
芭莎慈善宣传大使、�野生救援协会（WildAid）犀牛保护大使

6 月，参与拍摄《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片；8 月，担任芭莎慈善宣传大使。

21 孔维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传梦公益基金创始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幸福分娩公益基金宣传大使

入围行动者联盟 2017 公益盛典“年度公益人物；3 月，与袁泉等一行前往云南省腾冲市，探访位于滇缅边境的滇滩镇烧灰坝小
学；6 月，出席“关注留守儿童———为孩子撑起一片没有委屈的天空”公益活动。

22 柯蓝 “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公益形象大使 6 月，作为公益形象宣传大使出席第四届“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11 月，参加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慈善晚宴。

23 蓝盈莹 LGBT 友好大使 12 月，为第 30 个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发声。

24 李晨
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理事、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爱心大使、腾讯“守护者计划”反诈骗公益形象大使

1 月，携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注处于疾病、灾害、战争中的急难儿童；5 月，在大连参加“情暖小脚丫 晨光闪耀李宁行”公益
活动；同月，通过 # 约吧大明星 # 万事帮倡导关爱流浪动物；6 月，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爱心大使”称
号；7 月，加入西藏公益项目“小水滴计划”；8 月，宣布担任腾讯“守护者计划”反诈骗公益形象大使；9 月，被授予“联合国环境署亲
善大使”称号；同月，向“爱里的心”公益项目捐赠两台越野车，并认捐 100 名儿童的心脏病手术费用；10 月，响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发起的“臭氧英雄运动”，呼吁公众关注全球臭氧空洞问题；同月，参加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科勒中国共同发起的“科勒 2017
南京家庭乐跑”活动；11 月，通过“阳光之星爱心计划”捐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阳光之星博爱小学”暨“李晨时光小学”15
万元；12 月，发起“战胜污染，携手迈向零污染地球”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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