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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公益日筹款新军

集小红花最多的德义基金，究竟有哪些招数？
一年一度的 99 公益日落下

帷幕。 据腾讯公益披露数据，今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9 日三天，共
有超 2800 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
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 8.3 亿
元，善款总计超过 14.14 亿元。

这一喜人“成绩”的背后，是
一众新崛起的力量崭露头角，这
些机构的崛起势必能为筹款带
来新的思路和方法，为其他机构
提供借鉴。 那么，这一众筹款新
势力究竟用了哪些新招数？ 取得
令人欣喜成绩的背后，又有哪些
试错和总结？ 究竟哪类项目较受
公众的青睐？

近日起，《公益时报》 将陆
续对 99 公益日筹款中取得突
出成绩的公益机构进行报道，
将各机构的筹款经验进行总
结，以飨读者。

本报在上期（总第 3870 期，
10 版）对今年杀出的“黑马”———
深圳市慈善会进行了报道。 该机
构今年 99 公益日期间筹款表现
突出的项目“重症地贫儿紧急救
助”出自德义基金，这一项目所
集小红花数量在腾讯平台位居
第一位。 德义基金有何“过人之
处”？ 有哪些“招数”和经验可供
参考？

三日筹集善款 5893 万元

在今年的 99 公益日期间，
德义联合 18 家公益合伙人在腾
讯公益平台共上线 36 个公益项
目， 携手 2,833,231 人次共筹得
善款 58,939,210.72 元（其中腾讯

配捐 15,503,665.92 元，企业配捐
1,203,437.64 元 ， 公 众 筹 款
42,232,107.16 元）。 筹款前 5 名
的项目包括重症地贫儿紧急救
助、血液肿瘤儿的呼唤、关爱成
人大病计划、1743 紧急救助金、
贫困地区医药援助等，单个项目
筹款额均超过 500 万元（含配
捐）。

据德义基金秘书长周家沛
介绍，在德义基金今年上线的 36
个项目中，重点在推的项目有重
症地贫儿紧急救助、 保险项目、
眼科白内障项目等等， 其中，重
症地贫儿紧急救助是 36 个项目
中筹款成绩最好的项目。 该项目
是德义跟《深圳晚报》等机构合
作，以此推进地中海贫血症领域
的覆盖。 该项目所集的小红花数
量在腾讯平台位居第一位，众集
小红花使得腾讯配捐倍数加大。
加之是重大疾病类项目，容易获
得公众的同理心，因此筹款成绩
喜人。

谈及德义为何能够做到集
小红花数量在腾讯平台位居第
一，周家沛告诉记者，这是多方
努力的结果。 具体表现为：邀请
了 68 位公益明星，联动 46 家爱
心企业、16 家公益伙伴以及 18
位核心志愿者一起加入，进行 99
公益日筹款宣传； 动员爱心门
店，如动员了苏荷酒吧的 124 家
门店、 胡桃里音乐酒馆全国 443
家门店、 繁华酒吧全国 39 家门
店、深圳山东小厨等；动员包括
包头市红十字会、深圳市肾病病
友互助会、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

道义工联合会等公益合伙人；动
员大量核心志愿者参与到 99 公
益日中来，为筹款宣传，朝同一
个公益目标而努力。

提前三个月进入准备工作

据周家沛介绍， 在今年 99
公益日来临前， 德义基金提前 3
个月进入准备工作， 团队为 99
公益日做了各种尝试和准备工
作。 主要开展的准备工作有以下
几方面：

一是提前三个月进入准备
工作，做了多次规则解读、公众
筹款动员、企业参与等多维度的
专题培训，在传播上做多种尝试
和探索。 比如，录制“一起捐”小
视频———为演示如何发起“一起
捐”，以“血液肿瘤儿的呼唤”项
目为例，制作了小视频，给公众
以参考。

在网上进行直播教学，为了

更好地服务参与 99 公益日的公
众，德义基金在千聊平台进行了
“99 公益日操作指南”直播。

拍摄宣传图片，为广泛动员
社会公众参与 99 公益日， 德义
基金邀请了 15 名病患家庭成员
及志愿者拍摄黑白场景照片，为
公益项目宣传配图。

二是主推地中海贫血症、保
险、眼科白内障类项目，以及同
胡桃里音乐酒馆一起推进乡村
音乐支教智能机等让人眼前一
亮的项目，并联合众多爱心企业
共同参与，例如国信基金、胡桃
里音乐酒馆、苏荷酒吧等合作企
业， 这些企业或提供了企业配
捐，或发起了企业“一起捐”。

三是组建公益推客联盟，99
公益日开始前招募公益推客，在
微信群和朋友圈等渠道宣传推
广 99 公益日项目。

四是 99 公益日开始前，开
展了线下场景模式宣传，分别在
深圳多个地铁、电梯、公交投放
广告， 在公共场所进行公益传
播。 2018 年，腾讯公益投入了更
多的资源来推广线下场景，用公
益生活化来打通城市生活的最
后一公里路径。

筹款经验分享

谈及对 99 公益日的看法和
期望，周家沛给予了腾讯较高的
肯定，他说：“全国有很多企业在
做慈善捐赠，但真正愿意把资金
给到公益组织，又能给到相对较
基层的服务对象的企业全国也
就腾讯一家。 每年投入人力、物
力、财力去支持和扶持民间公益
且通过系统化的 IT 网络来动员
公众的也只有腾讯这一家。 希望
99 公益日能够成为优秀的公益
项目在公众面前曝光的最佳通
道， 也期望 99 公益日真正成为
每个人了解公益、参与公益的平
台，成为人人公益、全民公益的
入口。 ”

德义基金之所以能够在 99
公益日期间取得突出“成绩”，离
不开团队多方的努力，究竟在今
年的 99 公益日募捐过程中，德
义基金采用了哪些招数？ 周家沛
告诉记者：

第一，不断在法律、公益伦
理之下去推动，不断创新，进行

结构性突破，更多、更好地去发
声。 除了鼓励创新外，也要鼓励
失败。 因为不同的项目都有失败
的概率，在理事会及核心伙伴捐
赠善款时，要和捐赠人事先说清
楚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应承担的
失败概率，然后在捐赠人能够理
解和允许的情况下去做创新和
推动。 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不
断总结和试错才能有更多创新
和进步。

第二，加强研究，德义基金
自成立以来共计建立了三个数
据库， 一是中华慈善史资料库，
一是中西方公益方法数据库，一
是现代公益项目数据库。 通过数
据库来判断公益项目的合理性
以及未来可能的结构。

数据库在做项目决策的时
候很有帮助，比如项目结构如何
设计？ 如何能够抓住合作方的需
求，让合作方愿意加入进来？ 如
何让受益人更大化的得到帮助？
这些都可以通过决策去追踪，在
决策过程中利用集体的智慧，比
如历史上是怎么做的？ 东西方是
怎么做的？ 现代公益项目结构是
怎样的？ 通过吸取其养分来做项
目结构的设计，以便更完善的设
计项目。

第三， 有了数据库的积累，
合作伙伴也更加愿意支持“创新
基金”， 以此来推动项目的可持
续发展。 多年来德义基金积累了
一批捐赠人，这些捐助人愿意支
持德义基金的创新基金，由此去
开发不同的项目，使项目专业化
运营， 不断扩大项目影响力，更
好地发声。

第四，最大力度地动员更多
的企业、 合作伙伴、 志愿者、媒
体、公众参与其中。 此外，德义基
金一直专注医疗救助领域，医疗
救助类项目较容易获得企业和
公众的同理心。

第五， 德义自成立五年来，
在公益行业累积了好口碑，公众
对团队的认可度较高，很多公益
项目募捐已经持续好几年时间，
并不是 99 公益日期间才开始募
捐的。 与此同时，德义基金的项
目很符合服务端的核心需求，因
此捐赠人在看到项目时，觉得设
计很合理，并且能够帮助到需要
帮助的群体。

第六， 任何的成功都离不
开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以及
专业性。 德义基金筹款团队专
职人员达 25 人，分别分布各个
项目，并设有共计 6 人的 IT 技
术团队， 将互联网和公益有机
结合。 团队员工都有超过 3 年
的公益行业的管理经验， 而非
从业经验， 还有一些员工公益
项目的管理经验达 10 年以上，
其中的 IT 总监有着公益组织
10 年以上的管理经验。 团队人
员对公益也有着一定的情怀，
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是很
多其他行业的工作没法赋予
的，因此足够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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