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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明星 公益慈善头衔 2017 年所参与公益活动

25 李亚鹏
嫣然天使基金创始人、
北京市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发起人、中国环境大使

4 月，出席摩拜单车“骑行让城市更美好”发布会，号召更多人关注唇腭裂儿童；9 月，出席 2017 年嫣然天使慈善舞会；同月，出
席北京嫣然天使医院举办的主题为“关爱微笑天使，教 TA 学会爱”的公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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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出席书院河南公益计划启动仪式。

26 李易峰 “春蕾计划”爱心传播大使、手 Q 阅读读书行动大使

1 月，被授予“春蕾计划”爱心传播大使荣誉称号；3 月，为 WWF“地球一小时”活动发声；4 月，为“1 小时免费读书活动”发声；6
月，前往重庆市乐一幼儿园探望自闭症及智力障碍儿童；同月，参演《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宣传片；7 月，参与共青团成都市温江
区百万森林公益活动，捐种 1000 棵树支援西部绿化；同月，为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拍摄乙肝防治公益短片；8 月，以工作室名
义捐款 40 万元资助“春蕾计划”；同月，为九寨沟地震灾区捐款 60 万元。

27 李宇春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慈善宣传大使 6 月，参演《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宣传片；9 月，出席 2017 时尚芭莎明星慈善夜活动。

28 林志玲 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发起人
多次为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筑巢行动”捐款；5 月，现身父亲林繁男公益慈善画展开幕仪式；9 月，在台湾开设二手衣物爱心义卖

网站；10 月，赴宁夏西滩乡西滩小学做慈善；12 月，在中国公益年会上获评 2017 年度中国公益人物。

29 刘涛 年度榜样慈善明星、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慈善宣传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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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出席中国慈善榜颁
奖典礼，获“年度榜样慈善明星”称号；6 月，出席由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起的“韩红爱心百人援甘”大型医疗援助系列公益行动启
动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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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现身上海领养日活动，
帮助流浪狗寻找新的家园。

30 罗海琼 海洋环保大使 参与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凤凰网公益联合主办的“公益女性领导力”沙龙，为女性公益人发展答疑解惑。

31 马天宇
“守护地球的明星”保护野生动物形象大使、
“你读一首诗，我送一本书”公益活动推广大使

2 月，参与由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 联合发起的“关爱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公益倡导活
动；7 月，担任“你读一首诗，我送一本书”公益活动推广大使；10 月，赴云南省昆明市红河州元阳县马街乡鸠妈小学参加“宇梦童行”
爱心公益活动，为孩子们带去了物质援助。

32 蒲巴甲 “进藏治疗藏区白内障患者”项目代言人、四川消防宣传大使
5 月，现身某慈善公益晚宴，无偿担任该公益组织“进藏治疗藏区白内障患者”项目代言人；8 月，跟随医疗队再次入藏；9 月，在

“2017 榜样女性慈善夜”活动上获颁“风尚慈善榜样”奖；11 月，受邀担任四川消防宣传大使，并为宣传消防拍摄组图。

33 濮存昕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濮存昕爱心公益基金”发起人 8 月，与新凤祥集团达成协议，由濮存希爱心公益基金出任“华能信托·新凤祥慈善信托”慈善项目管理人。

34 TFBOYS 组合

王俊凯：青年行动先锋、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形象大使；
王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五四优秀青年、重庆市文
明旅游公益大使、校园公益大使、校园爱心大使；
易烊千玺：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音乐童年公益项目爱心大使、�
丹麦旅游形象代言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控烟倡导者、五四优秀
青年、长城守护者、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健康特使、中国扶贫基金会
爱心大使"

5 月，王源、易烊千玺被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授予“五四优秀青年”称号；8 月，TFBPYS 成员轮流参加韩红爱心百人援宁，并轮流
担任“少年先锋团团长”；同月，TFBOYS 组合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支持九寨沟救灾工作。

王俊凯：3 月，获得“青年行动先锋”称号，并录制公益宣传片，为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发；6 月，主动参加重庆市兵役登记，并录
制视频号召青年参加兵役登记；同月，参与录制《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宣传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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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宣布联合麦特文化和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共同设立“焕蓝梦想基金”，并与蒲公
英儿童图书馆合作第一个公益项目“王俊凯启智图书馆”；11 月，参与“零污染地球”主题宣传活动；12 月，作为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
形象大使，参加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闭幕式。 �

王源：1 月，作为青年代表参加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7 青年论坛；3 月，以“重庆市文明旅游公益大使”身份拍摄的沙坪
坝区文创宣传片发布；同月，担任“校园公益大使”，号召大家加入 2017 年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绿植领养活动；4 月，联合国驻华协调
员授予王源“优秀倡导者”称号；同月，出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扶贫健康行———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启动新闻发布
会，被授予“校园爱心大使”称号；7 月，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身份出席由马云公益基金会主办的 2017 新乡村校长
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9 月，实地探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在广西开展的爱生学校项目；10 月，参与献唱的公益歌曲《唱响
2030》正式发布；11 月，出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探访爱生学校新闻发布会，发言倡导提高儿童教育质量。

易烊千玺：3 月，成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音乐童年公益项目爱心大使；5 月，被安徒生故乡欧登塞市市长和丹麦国家旅游局局
长共同授予“丹麦旅游形象代言人”称号；同月，应世界卫生组织（WHO）邀请拍摄全球控烟视觉艺术海报；6 月，被世界卫生组织授
予“中国控烟倡导者”称号；9 月，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形象大使的身份亮相长城，并被授予“长城守护者”
称号；同月，易烊千玺获得“瓶安中国”环保证书；11 月，被世界卫生组织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健康特使”；同月，“易烊千玺爱
心基金”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式设立，首期捐赠 150 万元用于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留守儿童关爱项目———“童伴计划”。

35 佟大为、关悦夫妇 新长城爱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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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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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出席 2017 级新长城“佟悦自强班”开班仪式，并为
50 个孩子带去爱心羽绒服。

36 佟丽娅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慈善宣传大使
4 月，抵达四川革命老区巴中市南江县慰问留守儿童；7 月，作为志愿者前往三沙群岛慰问当地战士；8 月，出席西藏公益植草

面积突破万亩新闻发布会，助阵“绿哈达”公益行动；9 月，与陈思诚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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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王子子 中国慈善明星 4 月，出席第十四届（2017）中国慈善榜发布盛典，获得“中国慈善明星”称号。

38 吴京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慈善宣传大使
6 月，参演《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宣传片；8 月，与谢楠共同向九寨沟地震灾区捐款 1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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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肖雨雨 4 月，前往教乡慰问留守儿童。

40 杨澜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10 月，出席首届“青年创作杯”全国高校青年美术创作大赛颁奖典礼暨公益捐赠仪式，鼓励更多高校美术专业青年投身公益美

术教育事业；11 月，出席“We are the children———我们心中的孩子”主题慈善晚宴。

41 杨烁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慈善宣传大使 5 月，探访阿拉善福利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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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伊丽媛 一带一路形象大使、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爱心大使”
10 月，被文化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授予“一带一路”形象大使称号；11 月，被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授予“爱心大使”称

号；同月，助阵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 2017“母婴平安 爱在延续 杉杉慈善之夜”晚会；12 月，创作公益歌曲《步步登高》，用音
乐唤醒“悬崖村”希望之光。

43 羽泉 宋庆龄基金会形象大使
2 月，支持青少年足球成长公益基金 2017 首届慈善晚宴；6 月，携手京东众筹、医诺千金公益基金共同发起“羽泉的礼物”之京

东众筹 618 专项公益活动，旨在帮助中国 SOS 儿童村群体健康成长；12 月，联合中国社会救助基金会以及京东金融暖东公益联手
发起“21 度，和羽泉帮孤儿温暖过冬”公益众筹项目，为饱受寒冷侵袭的北京天使之家的孩子们送去温暖。

44 袁姗姗
“爱的骂骂”公益项目发起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熊猫明星使者、
国际绿十字会（GCI）“生命之水计划”公益大使、成都熊猫基地
“成都熊猫大使”

12 月，在中国公益年会获评 2017 年度中国公益人物。

45 张靓颖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慈善宣传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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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张韶涵 艾滋徒步公益大使、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慈善宣传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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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爱滋徒步公益项目与

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的“2017 年为爱走长城”公益活动，并担任艾滋徒步公益大使。

47 张艺兴 湖南省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

1 月，作为“向上湖南好青年”获奖代表出席由湖南团省委第三届向上向善湖南好青年颁奖典礼；5 月，当选共青团中央“全国向
上向善好青年”；同月，获版 2017 年中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崇义友善”称号：7 月，湖南暴雨期间，和粉丝为灾区捐款数十万元；同
月，前往特殊儿童教育学校，参与自闭症儿童的课堂互动；9 月，在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上捐赠 105 万元，用于“为爱加速”思源·芭
莎自治区救护车项目。

48 赵丽颖
2017 十大最具公益影响力明星、
2017 芭莎明星慈善夜慈善宣传大使

1 月，荣获 2017 十大最具公益影响力明星；6 月，参演《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宣传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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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赵薇
“V 爱·白血病专项基金”创始人、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理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亲善大使、 中国反拐义务宣传员、“9.5 公
益周”倡议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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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宣布“中餐厅”盈利
全部捐赠给“V 爱基金”，并向九寨沟地震灾区捐款 100 万元；10 月，以倡议大使身份参与“9·5 公益周”，演讲倡导阿里巴巴“人人 3
小时”公益理念。

50 周迅
One Night 公益项目发起人、 联合国开发计划中国亲善大使、�
联合国环保人物最高奖“地球卫士”、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
大使

6 月，携“One Night 给小孩”公益项目加入星光公益联盟；同月，探访北京西城培智中心学校和上海浦东新区辅读学校；7 月，
举办“One Night 给小孩”演唱会，筹集人民币 1,828,463.67 元，并全部捐赠用于为智力障碍人士开展特奥相关活动；8 月，参与公益
项目“行走的力量”；同月，被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委任为全球形象大使。

2018中国慈善明星榜（二） （以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